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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導

李婧教練，自十歲起進入北京花樣游泳隊，開始十二年專業花樣游泳運
動員經歷。在役期間榮獲國家級運動健將稱號。全國五一勞動獎章。曾
連續七次獲得花樣游泳全國冠軍；亞洲花樣游泳邀請賽冠軍集體冠軍；
國際花樣游泳公開賽雙人，集體冠軍。退役後，從事專業游泳教練工作
，教授過上百名學員，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同時，李婧教練還成立了
自己的花樣游泳隊為總教練，出演國內外上百場演出，並擔任2008年
奧運會火炬傳遞拉拉隊隊長。2012年奧運會花樣游泳項目解說。

目前，BCSA第二期團體課
已於7月22日開始，暑假期
間所有班次已全部報滿，如
果需要了解開課時間表，請
微信聯系：shuiwuyaojing

2014年李教練以傑出人才移民拿到綠卡
後定居美國休斯敦。兩年期間教授兩百余名
青少年兒童及成人游泳，擅長教授：競技游
泳四種泳姿，出發，滾翻技巧等。其中多名
學生在休斯敦速度社區游泳比賽中獲得多個
前三名及第一名的好成績。有三名學生在德
州花樣游泳比賽中獲得前三名，在全美花樣
游泳比賽中獲得單人第12名的好成績。 李婧教練水下美麗的舞姿。

Blue Crystal Swimming Academy 第一期團體課圓滿結業

花樣游泳團隊合影。

Blue Crystal Swimming Academy是由“中國美人魚”之稱的國際冠軍李婧教練及先生
楊碩在休斯敦創辦的專業游泳培訓機構。僅在今年的夏令營，BCSA就迎來了兩百余名學
員，BCSA倡導“快樂游泳，健康生活”的理念。日前，第一期團體課剛剛圓滿結束。參
與培訓課程的學員們都收獲滿滿。在課程期間，小學員們不僅學到了專業的游泳技術，鍛

煉了意志品質，還充分感受到了同伴間團隊協作的無限樂趣
，使孩子們的這個夏天過得歡樂而有意義。另外，BCSA開
設的特色媽媽班也得到了充分的好評，每一位參與課程的媽
媽不但學會了標准泳姿，還在李婧教練的指導下學習到了美
體塑身的知識，圓了媽媽們美人魚的夢想。

漢字者，中華民族之圖騰，人類
文化之史詩。洋洋灑灑兮，鳳舞龍飛
；方方正正兮，博大精深。

漢字誕生，順天合地。勞動之成
果，智慧之結晶。刀耕火種，神農結
繩以記事；人猿相揖，伏羲連符以為
文。超然悟察，啟黃帝之靈感；絕然
想像，開倉頡之天眼。察鳥獸之行跡
，理河圖之龜裂；採天地之靈氣，捕
萬物之神韻。造字有規，遵循六法：
象形、指事，賦言以圖，演話語之舞
蹈；會意、形聲，附言以魂，奏有形
之樂章；假借、轉注，潤言以色，廣
拓造字之空間。集小溪成川流，匯江
河成瀚海。制工具以延手足，創文字
以傳語論。仰觀天，俯視地，化圖為
字；字成詞，詞成句，句成華章。

漢字發展，與時偕行。出殷墟，
見甲骨，火烙於陶，銅鑄於鍾，金鐫
於鼓，刀刻於簡，墨書於帛，泥印於
紙。薪火相傳，永無盡時。昔夫子，
築杏壇以播春雨，創儒學而喻蒼生。
從斯，漢字出廟堂，終神秘之象；入
江湖，結布衣之交。憑李斯之勤勉，

藉秦皇之威嚴，字同體、書同文。許
慎解字，尋規辨律，偏旁部首別其類
，上下左右見形聲。鍾繇創楷，右軍
八法，書寫提速，可演行、可化草，
出蛹化羽，浴火重生，傳至今時莫能
變，盡美形意繼精神。

橫平豎直，字書其人。字如血，
情真意切；墨乃金，言簡意賅。金石
刀下留闊密，黑白兩界自分明。甲骨
古樸形象，鐘鼎雍容華貴，竹簡蠶頭
雁尾，碑刻外方內圓。蔡倫造紙張，
普漢字天下；畢昇創活版，播文明八
方；蒙恬制毛筆，成漢字書藝。湖筆
、徽墨、宣紙、端硯，文房四寶，書
法重器。書者，始於描紅，學於摹楷
，臨於墨池，成於筆塚。謀於心間，
露於筆端。識字做人，寫字修身。德
高字長生，品下書自毀。書聖蘭亭序
，溢行書之灑暢；歐陽九成宮，表正
書之率直；顏魯勤禮碑，絕大楷之蒼
勁；柳公玄秘塔，正架構之端方；癲
張古詩帖，露草聖之超然；醉素告自
敘，彰狂草之無羈。鄧石如金石，凝
朱白之滄美；吳昌碩書印，集眾家之

所長。右任為標草，散木領書騷。南
沙北啟，一時風流。書法譽天下，一
字值千金。榮寶齋百年興盛，西泠社
古印今輝。

修辭論章，文彰其品。簡從錘煉
出，精在推敲間。先秦諸子百花齊放
，儒家學說正統天下。詩經頌古國萬
象，離騷抒浪漫情懷。吟漢賦，賞班
固之諫諭，悅相如之宏麗；讀散文，
感韓柳之鮮活，慨歐陽之柔美；頌唐
詩，睹李白之飄逸，見杜甫之沉鬱；
唱宋詞，嘆蘇辛之豪放，慕晏李之婉
約；觀元曲，享關漢卿之情韻，贊馬
致遠之通透。覽三國之恢弘，品紅樓
之唯美；敬兩表之忠孝，仰史記之絕
唱。文言陽春白雪，白話下里巴人。
魯迅雜文深邃，茅盾小說真情，徐志
摩詩歌雅麗，朱自清散文清節。

兼實用、兼意趣，亦具象、亦隱
喻。讀字知其意，觀形悅其美。記占
卜吉凶，傳神靈旨意；敘千載文明，
表四海風光；贊高堂明月，話世態萬
象。鳥蟲之書記雅言，真草隸篆寫春
秋。蠅頭為用，大楷為賞。榜書題山

川摩崖，微雕入玉牙核黍；丹青繪雕
樑畫棟，字畫懸雅宅高堂；對聯書桃
符楹偶，字虎張明燈亮廊。寓言深刻
，成語經典，歇後詼諧；宮格巧妙，
藏頭玄機，回文意趣。國文家書，法
條規制，史志傳奇，文藝百科，事業
記述，生活隨筆。漢字之用廣矣，莫
能備述。

血脈與相凝，中華同命運。覽諸
國古字，蓋兩河楔文、埃及象形、腓
尼基文、印度梵文，或毀於天災，或
滅於人禍，俱往矣。唯我漢字，自甲
骨至簡字，歷四千餘載，薪火相傳，
貫通古今。承載中華文化，推動世界
進步。毛筆書字藝趣高雅，硬筆寫字
剛勁有力；電腦鍵字開創速錄之最，
激光排版再造世界巔峰。觀夫萬國之
文檔，洋文敘述需十頁，漢字表達僅
六篇。點畫之韻莫出右，形象之美孰
可比？非拼音，鏗鏘頓挫；無字母，
延綿不息。

漢字乃符號，方寸間變化無窮；
漢字乃思想，點劃中寓意深遠；漢字
乃武器，提筆來點字成兵；漢字乃詩

樂，書寫中煥發精神。歌以詠之，詞
以唱之，詩以吟之。嘆我漢字曠世奇
蹟，願我漢字萬古流芳！
王振昇辭賦選

作者簡介：王振昇，1964 年2 月
出生，陝西定邊人，大學學歷。歷任
寧夏回族自治區統計局農村統計處副
處長、辦公室副主任，寧夏回族自治
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民經濟綜合處
副處長、辦公室調研員等職務，寧夏
回族自治區紀委派駐寧夏回族自治區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紀檢組副組長、監
察室主任，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紀委
派駐寧夏回族自治區扶貧開發辦公室
紀檢組組長，中華辭賦家聯合會理事
。愛好詩詞、歌賦、散文、謎聯、音
樂、書法、攝影等，長於古體詩、近
體詩、辭賦。博客“賀蘭青鋒”。代
表作有《漢字賦》、《賀蘭山葡萄之
歌》、《鎮北堡影視城》、《新三邊
七筆勾》、《花馬池情》、《門的哲
學》、《塞上紅辣椒》等。

中華漢字賦---王振昇

盧軍宏台長 「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 開示（十）
簡單易行三大法寶，助事業順利，人生圓滿
人當事業不順利，同事關係或者

與老闆關係出現問題，心有餘而心不
足，或者力不從心的時候，三大法寶
“念經、許願與放生”能夠改善您的
狀況，讓您開啟智慧，能量充足，與
同事老闆關係和諧，走出事業低谷，
助您事業再創高峰。現在介紹三大法
寶如何應用您的工作中。
念經

很多人喜歡算命，或者找出家師
念經，希望能夠知道命運或者改變命
運。其實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我們
人人都可以在家念經，改善自己的狀
況。經文的神奇之處在於能與宇宙能
量體接上氣場，從而得到加持，並且
不同的經文的效果也有差別。 《大悲
咒》能夠增加能量；《心經》能夠開
啟智慧；《準提神咒》讓您心想事成
；《解結咒》幫助您化解與同事老闆

之間的冤
結。

如果
是求事業的話，需要念準提神咒，心
經。

《心經》的作用是開啟智慧，給
您靈感，更加有智慧的處理問題。每
天3到7遍以上，晚上10點以後不要
念誦，陰雨天的晚上或者雷雨閃電等
惡劣天氣最好不要念。念誦《心經》
之前可以祈求“請大慈大悲的觀世音
菩薩保佑我XXX（您的名字）開智慧
，頭腦清醒冷靜，去除煩惱（念誦經
文時注意力集中）”。

《準提神咒》是請大慈大悲的觀
世音菩薩幫助我們達成自己願望、心
想事成。但是，必須是在合理合法的
範圍內做某一件事。每天念21遍、
27遍或49遍。白天晚上都可念。念
《準提神咒》之前可以祈求“請大慈
大悲的觀世音菩薩保佑我XXX（您的
名字）心想事成，事業成功，或者一

件祈求的合理事物”。
《解結咒》是請大慈大悲的觀世音

菩薩幫助我們化解人與人之間的冤結
。其中的一種功能適合：戀人誤會、
夫妻不和、父子母子不睦、同事糾葛
、老闆職員對立、前世孽障。需要時
，每天念21遍、27遍或49遍，白天
晚上都可念。念《解結咒》之前可以
祈求：“請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保佑
我XXX（您的名字）與YYY（可以是
您親人的名字或朋友的名字或同事的
名字），化解惡緣”。

《大悲咒》幫助您增強能量，如
果您感覺工作上心不從心；自己能力
不夠；或者需要增加能量，說的話有
更多的人聽，那麼每天念誦《大悲咒
》會起到很好的效果。每天念誦3到
7遍以上，念《大悲咒》之前可以祈
求“請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保佑我
XXX（您的名字）身體健康，增強功
力”。

今生的財富來源於布施，經常放

生的人財運亨通、擁有智慧並且可以
獲得能量。佛法講六道輪迴，今生為
魚，前世可能是人，未來可能投人，
佛教講因果，今天救了它，無形中化
解了很多惡緣，增加了很多善緣。
問：什麼時候可以放生？
全年皆可放生，最好選擇陽光明媚的
白天，此時陽氣最足，效果最佳，盡
量避免晚上去放生，陰雨天也是可以
放生的。在生日的當天，或者迎新除
舊、交替的年關，或者初一十五、佛
菩薩殊胜日，放生的效果特別好。另
外在考前、住院前、手術前、查出大
病、剛出車禍等關劫日子放生，也有
極大幫助。
許願

許願後，願力成就功德，功德可
以用來幫助您實現一些事情。可在家
中佛台或寺廟的菩薩前上香後許願，
祈求：祈請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
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我XXX（自己姓
名）向您許願，YYY（許願內容）。

如果有所求，可在上句之後再接“請
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能夠慈悲我XXX
，保佑我ZZZ（如理如法的所求事情
）。

邪淫、殺業等會導致事業不好，
在您求得好事業的同時，請遠離這些
事情，讓您事業常青。菩薩保佑您！

全世界超過一千萬人用三大法寶
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您也可以！

C8休城工商

用戶提供貼心的產品和服務。iTalkBB 執行副總裁雷
麗介紹說：“Logo 上兩只蜻蜓翩然飛舞，象征著移
民的傳統文化和所在國家的文化相互溝通融合。蜻蜓
環繞成圓形，也表達了 iTalkBB 蜻蜓對溝通全球的一
種美好寄寓。”

自 2003 年成立之初，iTalkBB 就致力於為移民
提供更好的生活。十三年以來，iTalkBB 通過為移民
量身打造產品和服務，如今已積累超過 120 萬全球用
戶，在北美華人當中家喻戶曉。要真正實現“溝通全
球”的理念，iTalkBB 也深知僅僅停留在現階段是遠
遠不夠的。

近三十年來海外華僑華人數量迅速增長。美國人
口普查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美國華
人人口總數由 2011 年的 400 萬迅速增長
至 2015 年的 452 萬，其中有六成是新
移民。華人是美國亞裔中最大的族群，
也是所有少數族裔中僅次於墨西哥人的
第二大族群。隨著留學熱、移民熱在中
國的興起，旅美華人快速增長的趨勢將
更加明顯。

此外，隨著中國出國留學、留美人
數的增加，華人總體教育及經濟狀況明
顯改善。旅美華人中有 52% 的人擁有本
科以上學位，其中擁有研究生以上學歷
的華人占四分之一以上，遠高於美國人
九分之一的水準。

蜻蜓名稱和 Logo 的推出正是為了
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以確保持
續不斷地為新老移民提供更貼心的服

全球第一大華裔電信運營商 iTalkBB 正式宣布全
新中文名稱和 Logo，以期更好地服務於全球海外華
人客戶。iTalkBB 在保留英文名稱的同時，加上了“蜻
蜓”字樣的中文名稱和 Logo。

蜻蜓的諧音是“傾聽”，代表 iTalkBB 尊重每一
個用戶，傾聽用戶的心聲 ，兢兢業業地為海外華人

近日，備受專家和消費者肯定的現代汽車 2017 Elantra，再
獲殊榮，一舉拿下 2016 年 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 
(IDEA) 汽車和交通類別評選中的銅獎。在競爭激烈的小型座駕
市場當中，評審們對 Elantra 獨一無二的設計讚譽有加。

全新 2017 Elantra 在來自 30 多個國家、超過 1,700 件設計
作品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評委會主席 Cameron Campbell 帶
領國際頂尖設計團隊在位於密西根州 Dearborn 市內極具代表
性的福特汽車博物館對超過 600 件決賽作品進行嚴格評選。比
賽結果共有 26 個金獎、47 個銀獎、以及 63 個銅獎，評選跨及
21 個不同行業類別，例如：醫療和科學、交通、環境、服飾、
運動用品等。Campbell 說道，「我非常重視與來自各行各業評
審團之間的交流與討論，透過這樣的過程來評選出最出色的設
計。」

現代汽車首席設計長 Peter Schreyer 表示，「2017 Elantra
的獲獎是對現代汽車致力於設計出創新汽車的承諾與堅持的
肯定，我們為自己的設計而感到自豪。」全新 2017 Elantra 也
是一款性能卓越，配備齊全的小型房車。加上十年十萬哩全美

最佳保固計劃的加持，讓車主開起來安心無憂。基本定價為
$17,150，比其上一代車型更優惠 $100。

為回饋消費者長期以來對現代汽車的支持，即日起至 2016
年9月11日，只要上現代汽車中文臉書粉絲團參與簡單的答題，
即可參加汽車抽獎活動，有機會把全新 2017 Elantra 免費開回
家。天天參與，還能提高中獎機率！中獎者將於 9 月 26 日左右
公佈。

活動詳情請見 : http://bit.ly/29oZMMt

現代汽車北美有限公司 (Hyundai Motor America)
位於南加州的北美現代汽車總部，是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

分公司。現代全車系共十餘款房車與休旅車由北美現代汽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在美國市場的超過八百家現代經銷
商進行分銷。此外，這些車行還提供相關汽車保養和維護服務。
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車都享有「全美最佳保固計劃」，包
括新車有限保固 5 年 6 萬哩，動力系統有限保固 10 年 10 萬哩
和 24 小時路邊緊急救援 5 年不限哩數。

本報記者黃梅子 報道

現代Elantra 勇奪「2016年國際設計大獎」
免費贏取Elantra 的抽獎活動正火熱進行中！

iTalkBB 化蜻蜓，溝通全球華人顯決心
務。蜻蜓中文名稱和 Logo 的推出不會影響到客戶使
用 iTalkBB 的產品和服務。華人客戶們可親切地稱呼
iTalkBB 產品和服務為蜻蜓電話和蜻蜓電視。除此之
外，iTalkBB 蜻蜓還將為華人客戶量身定制出更加多
元化的產品和服務。

iTalkBB 執行副總裁雷麗表示：“蜻蜓中文名稱
和 Logo 的推出代表一個新的起點。我們希望通過全
新的中文名稱和 Logo 讓更多的華人了解 iTalkBB 蜻
蜓的理念：移動生活，處處精彩。與此同時，我們將
繼續努力，為海外華人打造更精彩的生活。”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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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活動中心」 提高服務質量 新聘兩位擅長粵菜和台菜師傅負責早午餐
即將興建一座專為華裔，亞裔長者的養老院，康樂活動中心會員享有優先權

圖 為 「 康
樂 活 動 中
心 」 的 長
輩 正 在 享
用午餐。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康樂活動中心 」 的長輩們在這裡表演歌舞，盡情享受人生。

「 康樂活動中心 」 的長
輩們在這裡表演歌舞，盡
情享受人生。

圖為 「 康樂活動中心 」 經名廚掌理廚政後，早午餐菜色不凡。

圖為 「 康樂活動中心 」 經名廚掌理廚政後，早午餐菜
色不凡。

圖為 「康樂活動中心」 的長輩正在享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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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母親26個月生3對異卵雙胞胎
臺媒:機率1/88000

美国堪萨斯州20岁非洲裔年轻妈妈库奇，在过去

26个月内连续生下 3对异卵双胞胎，她指自己没有接

受过任何提高生育能力的疗程，3对双胞胎都是绝对

“纯天然”。

据香港《明报》网站 7月 19日报道，每对双胞胎

都是一个奇迹，异卵双胞胎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而这在库奇身上发生了3次。

库奇年纪轻轻，但已经是 6个孩子的母亲，在过

去 26个月内，她连续诞下 3对异卵双胞胎，即两个不

同的卵子同时受精，所以两个宝宝的样子不同，分别

为1对双胞胎兄弟和2对双胞胎姐妹。

前年，库奇生了第一对双胞胎儿子，可惜其中一

个在出生后不久就因早产而夭折。一年前，她又生了

两名可爱的双胞胎女儿;而两名年纪最小的双胞胎女儿

则在今年5月底出生。

“当我告诉别人时，人们都认为我是个自然界的

怪物。”库奇说，她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提高生育能

力的疗程，3对双胞胎子女都是经自然怀孕的，每次

都是剖腹生产。她说，医生曾经警告她，由于她每次

都排两粒卵子，因此她怀有双胞胎的机会比较高。

库奇说，她现在每天都要换35块尿片，每天都为

新生女儿哺乳，并每周花100美元为1岁的双胞胎女儿

买奶粉。

美国《赫芬顿邮报》引述BBC称，怀有 3对异卵

双胞胎的机会只有 88，000分之一。报道又引述《牛

津期刊》发表的学术文章指出，非洲裔美国人怀双胞

胎的机会比白种人和亚洲人高，而且曾经怀有双胞胎

的女性再度怀有双胞胎的机会很大。

印度牛尿液成熱賣商品
當地人稱其“有益健康”

印度教徒把原产于印度的瘤牛(Bos Indicus)视为一

种神圣的动物；印度总理莫迪过去两年来推出的保护

牛只计划，让这种牛的尿液成为了热卖商品。

印度政府 2014年中推出的保护本土牛计划，加强

了吃牛肉禁令的执法，以及采取更严格的措施遏制人

们非法向邻国孟加拉售卖牛只。

此外，印度政府也花费58亿卢比建造牛舍，让退

休、停止产奶或生病的牛只有个收容的去处，不被送

到屠宰场宰杀。这些牛舍的运作费靠的是售卖牛只排

泄物的收入。

印度阿育吠陀(Ayurveda)医学传统认为，牛尿具有

特别的疗效，有益于健康。

印度科学家上个月发现，印度本土奶牛品种“吉

尔牛”(Gyr)的尿液中含有黄金。他们也在“吉尔牛”

的尿液里找到了 5100种化合物，其中 388种有巨大的

药用价值，可用来治愈多种疾病。

专门研究牛只的机构Go-Vigyan Anusandhan Kend-

ra的首席协调员曼星卡说，人们可在家里用牛尿来制

作30种处方。

据了解，牛的尿液得先经过蒸馏器处理，将杂质

清除。蒸馏后的尿液可制成细粉或浓缩液体，然后卖

给传统药物和草药处方制造商。蒸馏尿每公升的售价

为80到100卢比。

瑜伽大师拉姆德夫是其中一名买家。他的公司用

牛尿来制作的产品包括肥皂、消毒剂和清洁剂。

董事经理巴克里什那说，该公司最畅销的产品是

“Gaunyle”地板清洁剂。他说：“我们每天生产20吨

的地板清洁剂，但还是供不应求。”

在印度受训的兽医达安指出，在印度，有三种疾

病可能通过受感染的牛只尿液传染给人类，包括钩端

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以及Q热。

但当地人仍把牛尿当成良药；印度中部印多尔市

一家诊所的创办人贾恩说，他的诊所过去 20年已向

120万名病人配发用牛尿制成的药物，用来治疗癌症

以及内分泌失调问题。

日本“西洋美術館”入選世界遺產
此前數次受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 17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重启审议，决定将20世纪法国

代表性建筑大师勒· 柯布西耶(1887年－1965年)设计的

东京上野公园的国立西洋美术馆等 7个国家总计 17个

设施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

委员会评价称，这些革命性的作品为现代建筑

“奠定了基础”。

报道指出，由此日本国内的世界遗产累计达到 20

项，包括 16项文化遗产和 4项自然遗产。这是日本首

次与他国共同入选世界遗产。东京都中心地区诞生世

界遗产或有助于为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吸

引更多的外国游客。

柯布西耶提出了运用钢筋混凝土和玻璃等当时

的先进材料和技术、去除一楼的墙壁仅以立柱支撑

的底层架空结构、横向长窗及屋顶花园等崭新的建

筑设计。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其成就称，“实现了

建筑技术的现代化，满足了社会及人们的需求，影

响了全世界”。

除西洋美术馆外，17 个设施还包括被视为柯布

西耶早期代表作的法国“萨伏伊别墅”、其晚年参

与城市规划的印度“昌迪加尔建筑群”等。以“勒·

柯布西耶建筑作品－－对现代建筑运动的卓越贡

献”为名进行统一登录。参与的 7 个国家还包括瑞

士、德国等。

据了解，西洋美术馆于1959年建成，这是亚洲唯

一的柯布西耶建筑，随着展品的增加，美术馆可以呈

漩涡状向外扩建。

虽然此前除印度外的6个国家曾对22个设施进行共

同推荐，但在2009年和2011年的审查中都未能通过，筛

选典型作品后最终在第3次申遗时获得了推荐。

俄羅斯推出Pokemon Go傷害險
玩家受傷可獲賠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日前发布消息称，

Pokemon Go玩家可从该银行获得一项专门为

玩家设立的保险产品，如果玩家在玩 Poke-

mon Go(《口袋妖怪Go》)时过于投入意外受

伤，保险公司将予以赔偿。

俄联邦储蓄银行人寿保险公司负责人称：

“Pokemon Go获得众多玩家的追捧，作为俄

罗斯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我们应为玩家们的

生命安全负起责任。近来世界各地都有玩家因

玩Pokemon Go而受伤的消息，我们开发出了

一项面向该游戏玩家的免费保险产品。”

消息称，这份免费保险面向 Pokemon Go

玩家，玩家登陆相关网站输入包括游戏昵称

在内的必要信息便可激活保险。

与此同时，俄罗斯立法机构计划限制

Pokemon Go的游戏分布区，将宗教机构、 监

狱、 医院、 墓地和纪念碑等排除在外。俄

联邦委员会国防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弗朗

茨· 克林采维奇称，这样做是为了使社会避免

遭受不可逆转的负面后果。

Pokemon Go是一款对现实世界中出现的

“口袋妖怪”进行探索捕捉、战斗以及交换

的游戏 。玩家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在现实世界

里发现精灵，进行抓捕和战斗。

看臉色行事：
日企將開發人工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日本本田与软银公司将共同开发使用人

工智能(AI)的汽车驾驶辅助系统。

据悉，该系统不仅能分析行驶数据，还

能根据驾驶人的表情和声调分析用户的情绪

和爱好，预测用户的行为模式，以对话形式

迅速提供驾驶人想要的信息。新系统争取让

汽车具备自我学习能力，像人类一样对话以

及进行操作。

该系统将安装在具有通信功能的“互联

汽车(Connected Car)”上。据推算，到 2030年

互联汽车将达到约7亿辆，占到全部乘用车的

一半以上。

本田公司将利用软银的学习人类情绪智

能对话等技术。而软银希望借此扩大汽车相

关业务。汽车将收集规模庞大的数据，与通

信业务的联动步伐也将加快。

通过车内配备的摄像头以及与驾驶人的

对话，云智能技术将学习用户的使用习惯。

该系统将可使用方言对话，为用户在经常走

的道路附近推荐餐厅，通过传感器收集汽车

位置及行驶数据，实现故障预报功能。此

外，该系统还将具备替用户预约保养等驾驶

助手功能。

俄冒險家挑戰熱氣球環球飛行：
已完成一半行程

俄罗斯冒险家挑战

单人热气球环球飞行，

他计划搭乘热气球环绕

地球，目前已经完成一

半行程。

报道称，，这名俄

罗斯男子名叫费奥多尔·

科纽霍夫，65岁，上周

二他搭乘热气球从澳大

利亚西部出发，目前已

经完成一半行程，预定

24日在澳大利亚降落。

科纽霍夫的气球

是氦气球，气球吊挂

一个两米乘两米箱子，

科纽霍夫住在箱子里

操控飞行，他的亲友

组成一个后援队，随

时跟他保持联系，为

他加油打气。

据悉，科纽霍夫这

次热气球飞行，总共飞

行12天，不过可能无法

打破“热气球飞行时间

最久”世界纪录。2002

年，美国探险家福斯特

搭乘热气球飞行13天，

缔造世界纪录。

報告：買房結婚育兒
澳年輕人壓力重重夢想破碎

最新调查显示，随着澳房价持续上涨，

澳大利亚年轻人的金融压力持续上升。一年

一度的报告《澳洲房屋、收入与劳动力报告》

(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 survey，以下简称HILDA)针对澳家庭

内的问题做出了调查。

澳洲梦破碎？仅一半成年澳人拥有自己

的房子

综合消息，澳大利亚人的澳洲梦正在渐

渐破碎，几年后，预计仅不到一半的年轻人

能够买得起自己的房子。澳大利亚的天价房

正在一步一步将澳年轻人挤出楼市，拥有购

房能力的大多都是年长的澳人。

HILDA报告显示，澳最有钱的购房者人群

集中在65岁以上的夫妻群体中，自从2002年以

来，这一群体的购房能力上升了将近70%。

墨尔本研究院的威尔金斯教授(Professor

Roger Wilkins)正是这份报告的研发者，他表

示在 2001年至 2015年期间，自住房屋数量下

降了3.5%，并且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威尔金斯表示：“这也就表明有 70万澳

人没有自己的房子，照这样的趋势，很有可

能以后几年之内，仅有不到一半的年轻人可

以买得起自己的房子。”

家庭压力大 澳育儿费用上涨一倍多

澳人的金融压力不仅体现在住房上，想要

组建一个家庭，住房仅仅是一个开始。澳洲

“Y世代”的年轻人渐渐步入了结婚的年纪，

HILDA显示澳洲 2/3的年轻人选择在孩子出生

前结婚，1/5的年轻人怀孕后仅保持同居关系，

而仅有 9%的澳洲女性是单亲妈妈。育儿费用

大部分是由工作的一方负责，超过65%的澳洲

年轻人会支付孩子13岁以前的育儿费。

而与2002年相比，无论是单身家长还是已

婚家长，在学校育儿方面的投入都有所缩减。

从2002年开始，育儿费用对于每个家庭来说，

都变得越来越贵。对单身的家长来说，从2002

年的28元一天涨到了现在的65元一天，涨幅达

109%；而对于已婚父母来说，这一费拥从2002

年的53元涨到了现在的111元，涨幅达132%。

当第一个孩子出生后，91%的父亲仍然会

继续工作，而仅有75%的妈妈还会选择继续工

作(不过大部分澳洲女性在怀孕时仍然在坚持工

作)。孩子出生后，1/4的澳新婚夫妇会选择让

上一辈帮忙带孩子，直到孩子13岁为止。

每周，上一辈帮忙带孩子的时间大约为

15小时左右。而单身爸妈让上一辈帮忙带孩

子的时间则更多，一周约为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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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妳可能不知道的美國風俗習慣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这决

定了它多元化的文化，作为多民族国家，

一定有很多风俗习惯，下面小编就给大家

说一说美国的社会风俗。

人人平等，父子都可以直呼其名

美国社会风俗跟别国社会风俗大不相

同的一点，就是名字的称呼。美国人不重

视“地位”，尤其是社会地位。大多数美

国人都不愿意自己因年龄或社会地位的关

系而特别受人尊敬，这样会令他们觉得不

自在。许多美国人甚至觉得“先生”、

“太太”、“小姐”的称呼太客套了。不

论年龄，大家都喜欢直呼其名。称呼名

字，往往是表示友善亲近。假若你跟一

个美国人第一次碰面，不晓得他的头衔，

但又要对他表示尊敬，那么可用"先生"或

"夫人"称呼。被你这样称呼的人也许会想

到你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于是会把正确

的名称告诉你。不过，一个人除非是从事

某种特殊职业，否则正式的头衔是不常用

的。美国人注重友好的、不拘礼节的关

系，而不注重地位头衔。美国人相信自

己即使直称一个人的名字，仍一样可以对

他表示尊敬。

说话耿直，侃侃而谈不喜沉默

美国人人都不喜欢沉默。他们会侃侃

而谈，纵使片刻的停顿，亦非所愿。假若

你很久没作声，美国人就会尽量设法让你

加入谈论。不过，美国人如果不同意你所

说的话，可能默不作声。他们不出声，未

必表示他们同意你的意见，而是表示他们

认为同你继续辩论下去是没有礼貌的。美

国人说话耿直不说"废话"。答话的时候，

往往简单到只说"是"、"不是"、"当然"，

或极普通的一个"对"字。但简单的答语并

不表示美国人怠慢、粗鲁或脑筋简单。他

们大体上是个热情不拘礼节的民族。

有些问题，问出来不是出于无礼

有些私人问题，在在国内一般不会有

人问，但在美国却经常被问起。比方说，

美国人可能会问你："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你有几个孩子?""你的房子有多大?""你有

没有假期?"在美国人看来，这些问题不算

是纯粹的私人问题。他们往往问这些话，

不外是要了解你与他之间的共同点，或作

为交谈的开始。请你明白，问这些话的本

意都是友善的，问者是对你表示关心，不是

对你无礼。美国人自己也是这样相识的。

由于美国人在美国时常搬迁，这类问题

就是他们每年认识许多新朋友的常用办法。

在国内可能要过了许久，才会有人问起你的

家庭、职业、居所等私人问题。但在美国，

样样事都快，美国人没时间讲究礼节。他们

一定要在今天认识你，因为不久他们可能又

要搬到遥远的另一个市镇去了。

不过，美国人认为纯粹是私人问题的

一些事，在美国也是避而不提的，否则未

免太无礼了。这些问题包括年龄，有多少

钱，衣服和财产一共值多少钱，宗教信仰，

私生活等等。假如有人向你提出什么问

题，而你觉得这纯粹是私事，那么你尽

可不答。你可以说"不知道"，或说："在

我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好怪。"再不然，

你可以把话题一转，谈些不关私人的事

情。你这样做，美国人不会觉得你无礼，

事实上，他多半会明白你是不想回答或不

想继续谈论这些私人问题。

尊重个体，有些喜好也很特别

在美国，如果要登门拜访，必须先打

电话约好;名片一般不送给别人，只是在

双方想保持联系时才送;当着美国人的面

想抽烟，必须问对方是否介意，不能随心

所欲。一般乐于在自己家里宴请客人，而

不习惯在餐馆请客。不喜欢清蒸和红烩菜

肴。不喜欢过烫过热的菜肴，喜欢少盐味，

味道忌咸，稍以偏甜为好。喜欢喝可口可

乐、啤酒、冰水、矿泉水、威士忌、白兰地

等。不喜欢人在自己的餐碟里剩食物，认为

这是不礼貌的。喜爱中国的苏菜、川菜、粤

菜。特别喜欢白色，认为白色是纯洁的象征;

偏爱黄色，认为是和谐的象征;喜欢蓝色和红

色，认为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喜欢白猫，认

为白猫可以给人带来运气。

汽车礼仪、座位礼仪等跟国内完全不

同

美国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认为

好的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给

了别人绝对的选择权，在座位上，中国

人讲究“尚左尊东”、主人的左右手边

左手边为尊，中国人讲究礼节通常让客

人坐主位，礼让的情景不在少数。但美

国人通常不会像中国人一样要求贵宾坐

上特定的座位。礼让的情形很少，你所

能见到的礼让情形，可能是请吃饭的时

候，让贵宾坐在主人或女主人的右面。

还有在中国，汽车后座是上座。但在美

国，私用汽车里驾驶座旁边的位子才是

上座，一半是因为司机往往就是主人自

己，另一半是因为坐上前面那个座位，可

以清晰地看到车外的景象。

美国是移民国家，美国人所处的环境

也是自由不羁的，其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

和对全世界张开的双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

地的移民者。美国是全球经济第一大国，

其教育、医院、福利、生活环境、工作待

遇、科技等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世界

的眼球。近年移民条件越来越苛刻，其中

赴美产子作为曲线移民方式越来越受人瞩

目，在美国生孩子孩子出生就是美国籍，

等孩子 21岁的时候，亲属可不限额拿到

美国绿卡。

美國留學生活中如何飲酒
美国留学生活中如何饮酒，美国留

学生活中很多学生会有聚会等活动，喝

酒在美国生活中联络感情与交友的方

式，只要你到了法定允许喝酒的年龄，

你最好知道一点喝酒的风俗。下面天道

专家为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留学生活中如

何饮酒。

美国法定可以饮酒的年龄是 21岁，

所以去买酒的时候，美国留学生最好带着

证明年龄的 photoID，因为老美看中国人

总觉得长的年轻。酒一般可以在 grocerys-

tore里买的到，有的州卖酒要 license，可

能需要去专门的酒店买酒。

啤酒价钱不贵，6 个也就几美元而

已，wine贵一些，只要不是特好的，也

能喝的起，当然要是去吃法国大餐的话，

那些酒都是颇贵的。除了自己买酒回家

喝，也可以去 bar/pub里喝酒，不过那里

的酒比店里卖的就贵很多，一瓶就得几美

元，要是去什么有 stripshow的 bar，那酒

就更贵了。

还有一点就是去 bar里，也很可能被

要求出示 ID，只能进去和 softdrink。在美

国生活中美国的 bar 很多，好的差的都

有。我以前常去的都是在学校附近的，

学生很多，所以感觉风气很好，大家主要

就是去聊天。后来去过一些比较破的，感

觉里面的人三教九流比较多。

一般学校附近的bar，除了供应酒之外

，还有吃的东西，最常见的可能就是

chicken wing 了，chickenwing 里最有名的

是不是叫buffalo wing，辣辣的酸酸的，味

道很不错，还有什么chickenfinger，fries，有

的还有 sandwich，pizza，pasta等，不过这

些东西，去的太晚的话，一般就吃不到了

。美国留学生活中的美国酒吧风格都比较

单一，主要一堆一堆人围着聊天，到处

都是大电视在放篮球或橄榄球的比赛，一

般都比较吵，不过有一种很活生生的感觉。

一些 bar里也会有 darts，台球之类的

玩，不过人比较多，不一定玩的到。美国

除了大城市之外，其它地方一到夜里就非

常安静，似乎只有在 bar里才能看到夜间

活动的人。除了一般的 bar之外，应该还

有 danceclub 之类，不过我没有去过，就

是在 Bar harbor 和 New Orleans 见过不少

有 livemusic的 bar，还有很多人随着音乐

跳舞，类似于蹦的那种的，大家一起吓蹦，

倒是挺有意思的。餐馆里喝酒也比较贵，

一般除了什么特别点的场合，要营造气氛，

一般人吃饭大概是不要酒的。不过在对卖

酒有限制的州，很多餐馆不卖酒，可以自

己带酒去喝。

以上就是关于美国留学生活中如何饮

酒的介绍，希望本篇文章能够为大家在美

国生活带来帮助，如果您还有关于美国留

学生活的疑问，可以和天道留学专家带来

帮助。

美國人生活習慣及禁忌
必知的美國的生活習俗與禁忌
无论你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跟美国人交往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不要犯这些禁忌。因为，不管你之

前的工作做得多完美，只要犯一个

严重的错误，就会让你的形象大打

折扣。

在用餐时

在餐桌上，美国人一般忌食肥

肉和各种动物的内脏，也不喜欢吃

蒸和红烧的菜肴。在进餐时他们忌

讳打嗝，虽然这是很难控制的，但

是至少你在不小心打嗝以后要说一

声“Excuse me”。餐后美国人也很

少使用牙签，因为美国人相当爱护

自己的牙齿，当异物残留在牙缝时，

他们通常用牙线（Floss）剔牙。

再就是，虽然之前在《留学美

国，不得不知道的交往礼仪》中提

到，用餐时宾主要“无话找话”，

但是有一些话题不能问：

一是年龄。对许多美国人来

说，年龄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特

别是对年过三十的女人来说更是如

此。所以不要打听女性婚否与年龄。

在这个崇尚年轻的文化中，想

到变老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许

多美国人竭力想维持外貌的年轻，

他们最不愿别人问及的问题就是：

“你多大了？”尤其，在我国，老

年人受到尊敬。但在美国，老年人

绝不喜欢别人恭维他们的年龄，因

为美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年

老往往有“落伍”之意。

有一次，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

一个城市举行盛大聚会，宾客如

云。当地一位名牌大学的校长与其

母亲也光临盛会。留学生在欢迎辞

中说：“××老夫人的光临使我们全

体同学感到荣幸。”这个“老”字

在中国是尊称，不料却触痛了这位

老夫人，当时她脸色骤变，尴尬不

堪，从此再也没在中国留学生的聚

会上露面。

二是体重。美国人很关注体重，

且极少透露他们的体重，即使他们

很瘦、身材很好。所以，不问为妙。

如果你非得要讲，告诉友人： “你

看起来掉磅了” 比 “你看起来像是

重了几磅” 要稳妥。然而，如果你

想说实话但又想不伤人，还是建议你

用词要小心，或许可以说：“嘿，你

看起来棒极了，很健康。” 千万要记

住，那不是脂肪，而是肌肉。

三是收入。绝对不要问别人挣

多少钱，这没什么可说的。但你可

以问他们的工作头衔和以什么为生

计。这个信息可以让你对他们一年

挣多少钱有所了解。

四是心事。这是个很微妙的问

题。有时你会碰到迫不及待向你倾

诉心声的人。但有些人时刻确保自

己的私事不为外人知晓。总之原则

是，不要太急于跟人谈论个人私

事，不要让人觉得你在刺探他们的

生活。所以，不要对别人的爱情、

婚姻和家庭情况提太多问题。特别

要注意的是，基督徒视自杀为罪

恶，在美国，“自杀”这个话题是

不受欢迎的，不论何时何地还是少

谈为妙。忌谈论信仰、党派。

在生活中：

美国人忌讳冲

人伸舌头。小孩子

伸伸舌头会被当做

是很可爱的表现，

但是如果是成人，

美国人认为这是

污辱人的动作。

与美国人握手时，

对方目视其他地方

很反感，认为这是

傲慢和不礼貌的

表现。

在跟美国人交往时，特别忌讳

赠送带有你公司标志的便宜礼物，

因为这有让别人义务做广告的嫌

疑。忌用蝙蝠作图案的商品、包装

品，认为这是凶神的象征。

美国人很喜欢用香水，原因就

是：在美国，体臭在社交上是不被

接受的。因此，美国人认为使用除

臭剂或止汗剂是必须的。女士通常

会再抹点香水以增加清香，男士则

拍一些刮胡水或是男性古龙水在脸

上。但是，忌对妇女送香水、化妆

品或衣物，但可送头巾。也无论男

女老少，忌一般情况下送厚礼。

在美国文化里还有一项禁忌就

是口臭。美国人不喜欢闻别人午餐

后留在口中的味道——尤其是洋葱

或大蒜味。他们怎么解决这问题

呢？漱口、吃薄荷糖，甚至饭后刷

牙。其实我们国人都不怎么注意这

个问题，如果口气不好的人跟你说

话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反过

来也一样，清新的口气也是对别人

的一种尊重啊。

在特定场合需注意

在美国，若是在别人面前脱鞋

或赤脚，会被视为不知礼节的野蛮

人。只有在卧室里，或是热恋的男

女之间，才能脱下鞋子。女性若在

男性面前脱鞋子，那就表示“你爱

怎样就怎样”；男性脱下鞋子，就

会被人当做丛林中赤足的土人一

样。无论男女在别人面前拉下袜

子、拉扯袜带也都是不礼貌的行

为。鞋带松了，也应走到没人的地

方系好。在美国人面前抽烟，也需

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

在狭窄的场所，如在电影院，

从别人身前走过时，必须道一声

“Excuse(me)”。这时候，美国人习

惯的姿势是背对坐着的人，低头弯

身而过。而欧洲人的习惯有所不

同，欧洲人必须面对坐着的人，低

头弯身而过。

在宴会上喝酒要适量，始终保

持斯文的举止，这是欧美人士共同

遵守的礼节。在美国人的宴会上，

很少看到烂醉如泥的人。即使喝多

了，也要坚持到宴会结束，回到自

己的房间后才可倒头不起。如果当

场酩酊大醉，惹是生非，会招来众

人的鄙视。

中国人的习惯是，几个好友一

道出门时，总是抢着付钱买车票、

门票等。但如果对美国人这样做，

不仅不会得到他们的感谢，反而会

使美国人觉得欠了人情账，心里很

难受。美国人一起外出，总是各付

各的费用，车费、饭费、小费无不

如此。

其他

中国人视谦虚为美德，但是美

国人却把过谦视为虚伪的代名词。

如果一个能讲流利英语的人自谦说

英语讲得不好，接着又说出一口流

畅的英语，美国人便会认为他撒了

谎，是个口是心非、装腔作势的

人。所以，同美国人交往，应该大

胆说出自己的能力，有一说一，有

十说十。不必谦虚客气，否则事与

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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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安裝經驗

國平：愛國當有“大國範兒”
“什么是爱国的正确打开方式？”这是近来网

络舆论高度热议的话题。自“南海仲裁案”出炉以

来，海内外中华儿女用不同方式展现了自己赤诚而

热烈的爱国之心。其中，也有少量杂音和不理智行

为，引发了网民广泛的探讨交锋。“爱国，当有

‘大国范儿’”是这次讨论中收获最多认同、最多

支持的观点。

爱国主义向来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来

源、力量依凭。在山河破碎的战争年代，她是号召

起亿万人保家卫国、奋勇杀敌的冲锋号。在百废待

兴的建设岁月，她是鼓舞起无数青年远赴边疆、到

祖国最需要地方的集结号。在中国已然是世界大国

的今天，中国人爱国的表现形式则应当被赋予同大

国地位、大国心态匹配的成熟“大国范儿”。

“大国范儿”的爱国，首先要有大国国民的自

信和定力。国际社会上，小国有小国的烦恼，大国

有大国的压力。今天的中国，虽不必像小国那样处

处小心害怕，但“成长的烦恼”却一点也不少。矛

盾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大家坐下来有话好好说。

“大国范儿”的爱国，就要拒绝激进、拒绝极端，

没必要随那些跳梁小丑起舞、中了“激将法”。要

知道，把所有力量都摆在对立面，把所有矛盾都激

化起来，可是“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古今中外，

都不乏极端、激进方式的爱国举动导致南辕北辙的

损国结果之教训，其中更有不怀好意者以爱国幌子

裹挟民众借机生事的案例。

“大国范儿”的爱国，要有大国国民的理性和

冷静。以爱国之名抵制肯德基、冲击苹果店之类劣

行，违法而又愚蠢。要知道，在全球化的时代，双

边贸易多是互利共赢的大好事。对于中国自己来

说，之所以能够实现30多年的高速发展，和海量的

对外出口和引进外资是分不开的。面对并不少见的

国际争端、摩擦甚至冲突，如果事事都无限度的抵

制排外，那就只能索性闭关锁国。更何况，中国本

身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很多中国人也着实依靠这

些早已本土化的外企养家糊口。

“大国范儿”的爱国，更要有大国国民的务实

和忍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诚然，发几句辛辣

评论、举几条热血横幅也是爱国表达，愤怒本也是

爱国情感的一部分。但光靠说“中国不高兴”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的是，科技工作者的奉献苦

干，普通劳动者的兢兢业业，青年学子的奋发图

强。中国今天面临的种种挑战，归根到底和我们的

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相对不足有关。让尽可能多的

外国人相信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让尽可能多的国

家放下猜忌提防，让给中国添堵抹黑真正成为人所

不齿，需要接力赛式的不懈努力和马拉松式的持久

耐力。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

而不怒。”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道路上

，诸如如何正确爱国的国民必答题只会越来越多。

面对国际形势的云谲波诡、面临前进道路的困难挑

战，尽快培育起健康成熟、理性务实的爱国“大国

范儿”，我们的事业方能行稳致远、波澜不惊。

山東大學
中美科技創新國際產業園啟動

山东大学

中美科技创新

国际产业园 21

日在青岛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正式启

动。该产业园

将重点关注生

物、医药、材料、能源、海洋、环境、信息、交通等

科技领域，有效结合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技术资源，搭建

中美两国政府、高校间的创新互动平台。

截至目前，山东大学已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莱斯大

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美国

高水平的高校确定了入园合作意向。

山东大学校长张荣认为，当今时代全球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知识更新和技

术创新速度明显加快，对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提出

了紧迫的要求和更高的期待。中美两国是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创新大国，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加强创

新合作势在必行。为加强中美两国全方位、高水平

的科技创新合作，山东大学中美科技创新国际产业

园将整合美国一流科研的创业合作伙伴资源，面向

科技创新和高级技术转化，打造最具活力的及研发

和转换创新为一体的国家级创新园。

张荣希望通过中美科技创新国际产业园搭建一

个中外创新创业合作的桥梁，促进中美乃至全球的

一流高校，科研和创业孵化机构之间开展紧密合作，

进一步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人文基础，为两国

的共同繁荣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注入正能量。

山东大学中美科技创新国际产业园由位于山东

大学青岛校区内的国际研发园、位于红岛高新区的

国际产业园和创投基金三部分组成，采用“基地”

加“基金”的市场化模式，总投资约 50亿元人民

币，占地约 545亩，规划建筑面积约 80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创客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研发试验、

研究生院红岛分院、企业总部、国际公寓、产业基

金等。预计到2020年，园区中美合作项目及高水平

创客项目达到100个以上，转化和投资项目达到150

个以上，引进200个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化企业项目。

未來這些地方將通高鐵
部分高鐵時速可跑350公裏
未来高铁建多长？时速跑

多快？哪些地方将通高铁？建

高铁的钱从哪里来？国家发改

委 20日公布《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到 2020 年高铁要达 3 万公里；

沿线人口城镇稠密、经济比较

发达、贯通特大城市的高铁时

速可跑350公里；构建“八纵八

横”主通道；资金来源多渠道，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

未来高铁建多长？

——2020年要达3万公里

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1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1.9

万公里。

这份规划期为 2016-2025年

的规划提出，到 2020年，铁路

网规模达到 15万公里，其中高

速铁路3万公里，覆盖80%以上

的大城市。到 2025年，铁路网

规模达到 17.5 万公里左右，其

中高速铁路3.8万公里左右。

根据规划的要求，要建成

现代的高速铁路网。连接主要

城市群，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

其他 50万人口以上大中城市，

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覆盖全

国、以省会城市为支点覆盖周

边的高速铁路网。实现相邻大

中城市间 1～4小时交通圈，城

市群内0.5～2小时交通圈。

时速跑多快？

——部分高铁可跑350公里

在 2011年经历了减速后，

高铁是否提速成为社会关注的

一大焦点问题。根据规划，未

来部分高铁时速可跑350公里。

“因地制宜、科学确定高

速铁路建设标准。”规划明确

提出，高速铁路主通道规划新

增项目原则采用时速250公里及

以上标准(地形地质及气候条件

复杂困难地区可以适当降低)，

其中，沿线人口城镇稠密、经

济比较发达、贯通特大城市的

铁路可采用时速350公里标准。

规划还要求，区域铁路连

接线原则采用时速250公里及以

下标准。城际铁路原则采用时

速200公里及以下标准。

哪些地方将通高铁？

——“八纵八横”通道 京

台高铁纳入

未来哪些地区将会通高

铁？根据规划，未来将构建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

“八纵”通道为：沿海通道、

京沪通道、京港(台)通道、京

哈-京港澳通道、呼南通道、京

昆通道、包(银)海通道、兰(西)

广通道；“八横”通道为：绥

满通道、京兰通道、青银通道、

陆桥通道、沿江通道、沪昆通

道、厦渝通道、广昆通道。

随着“八纵八横”主通道

的建立，一大批城市将会享受

到高铁带来的诸多红利。

以厦渝通道为例，厦渝通

道是指厦门～龙岩～赣州～长

沙～常德～张家界～黔江～重

庆高速铁路。随着这一高铁线

路的建成，目前还没有高铁的

常德、张家界等城市将会受益。

钱从哪里来？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

设

建设如此大规模的高铁网

络，钱从哪里来？规划提出，

用改革精神破解铁路投融资等

难题，创新市场化融资方式，

放宽市场准入，培育多元投资

主体，鼓励支持地方政府和广

泛吸引包括民间、外资在内的

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铁路建设，

形成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

会融资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层

次、多元化铁路投融资模式。

国家发改委基础司司长费

志荣 20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铁路建设投资非常巨大，

特别是高速铁路的建设。目

前铁路投资保持在 8000 亿以

上。主要资金来源包括中央

预算内投资、铁路建设基金、

铁路建设债券以及专项建设

基金，还有银行的融资、地

方政府的出资等，资金来源

是多渠道的。

费志荣指出，积极鼓励社

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总的来

讲，国家现有的铁路都向社会

资本开放，同时在土地综合开

发方面，也享受相同的政策，

这样更多地扩大社会资本，包

括民营资本、外商投资参与到

铁路建设中来。通过各方面共

同的努力，特别是铁路投融资

体制改革的深化，铁路建设资

金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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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苦心钻研、执着追求

过的人，看到’工匠精神’四个

字，眼中的湿润和光亮是不一样

的。”今天，记者在青岛啤酒二

厂李新海眼中看到了不同的湿润

和光亮。

一直以来，传统工艺技术在

一代又一代工匠手里传承。随着

工业技术的发展，工艺技术的发

展也遇到新的挑战。李新海认

为，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工

匠精神在传承之外，还要追求一

份创新，一份能将普普通通的产

品制造不断改造创新，做到极致

的精神和能力。

青岛市李沧区台柳路 602

号，百年品牌青岛啤酒二厂坐落

在此。1991年，刚刚19岁中专毕

业的李新海第一次走进这里，一

干就是 25 年。在这 25 年中，李

新海自创多个先进操作法，赢得

了“大国工匠”、“过滤王”、

“节能环保标兵”、“先锋个人”、

“技能王”等等称号。但被人提

及，他总是内敛的笑笑说：“我

只是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时间太

长了，对这些工作太熟悉了。”

青啤“创新王”

百年品牌青岛啤酒以纯净的

口感和清澈的色泽享誉海内外，

而每一滴青岛啤酒的出厂都要经

过最后的过滤关。李新海，就是

这一关口的把关人之一。

林立的巨大啤酒罐，纵横的

管道，震耳的轰鸣，这里是青啤

二厂过滤工段的生产车间，也就

是李新海每天工作的地方。中国

经济网记者 马常艳 摄

过滤这一道工序看似简单，

却是十分关键。稍有差池，就有

可能让之前的酿造前功尽弃。这

其中，微生物是最大的敌人。为

了保证从自己手里出厂的啤酒质

量，李新海向微生物发起宣战。

经过深入研究，李新海发

现，清酒罐体与管道间的取样阀

是无菌取样的关键点。于是，他

带头搞起了发明，和团队一起摸

索、钻研，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一款全新样式的取样阀诞生了。

这项发明被青啤以李新海的名字

命名为“新海无菌取样阀套”，

在青啤各个工厂推广使用。

从此，李新海走上了发明之

路，自创了过滤二氧化碳消耗控

制方法、啤酒过滤浓度控制操作

法、酒头酒尾罐使用操作方法、

软管添加泵使用方法、降低清酒

溶解氧操作法等多个先进操作

法。通过这些方法的发明或改

进，过滤工段在质量控制、成本

节约及提高设备利用率方面都得

到很大程度的改进。

匠心独酿

“只要反复练习，任何人都

能掌握一门技术，但心性却无法

通过这种方法提升。”青啤人的

工匠精神，不仅是指技艺，更是

良心酿酒的执念。百年来，青啤

一代代酿酒师，在传承酿造工艺

的同时，也传递了专注、坚持的

工匠精神。

随着生产设备的革新和技术

的进步，需要人工在生产线上进

行的工作越来越少了，但是李新

海认为，设备越来越现代化、智

能化，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更需要人的精细化操作和智慧驾

驭。多年来李新海坚持在每天到

岗后仔细巡查一遍过滤车间的设

备。“做就要做到101%，而不是’

将就’和’差不多’。”中国经

济网记者 马常艳 摄

“摸、闻、看、量”，是李

新海每天必做的工作。一早,李新

海开始穿梭于车间各个啤酒罐之

间，透过过滤机上透明的“小窗

户”查看啤酒的过滤情况；为了

保证每一滴啤酒都晶亮通透，他

会一直盯着啤酒的过滤参数看变

化，有时一盯就是几个小时甚至

更长时间……

啤酒过滤是啤酒包装前最后

一道质量控制工序，也是啤酒酿

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序，

它关系着啤酒的外观和口感，新

鲜度和稳定性等。李新海通过观

察啤酒的清亮度等外观，是否合

格基本上他一眼就能看出。中国

经济网记者马常艳 摄

正是这种专注，使得李新海

对进口设备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

改造。1991年，二厂从德国引进

了半自动的水平圆盘式过滤设

备。无论李新海操作怎么熟练，

却始终无法知道这套进口设备的

运行原理是什么。后来李新海借

助与德国专家贴身学习三个月的

机会，完整记录下了这条生产线

的260多个操作步骤。

现在，二厂时不时会有外方

专家来工厂调研过滤设备，李新

海都能在现场为外国专家答疑解

惑，赢得了外方专家的赞誉。正

如李新海一直相信的，只要专注

地做自己的工作，就算是再平凡

的岗位也能创造出不平凡的价值。

不忘初心

“只要在这个岗位上一天，

就要认认真真把这一天的工作做

好，而且要越来越好。”虽然各

种荣誉加身，李新海并不满足于

目前的成就。李新海对自己的要

求是，每天给自己提两个问题，

在脑中打两个问号。在这样的自

我要求下，李新海在原来的高度

上继续实现新的突破。

青岛啤酒的生产对氧的含量

有严格的要求，而把处理系统置

换成无氧的环境每天需要 20 吨

水，长期以来，工作人员都认为

这 20 吨 水 的 消 耗 是

“理所当然”的正常操

作，没有想过是否存在

节省的可能。而李新海

坚持“把不该浪费的水

省下来”的原则，提出

了大胆的想法：能不能

把这 20 吨水省下来？

同事都摇头说这不可能

，李新海坚持挑战一下

，于是带领团队人员

调整生产工序，成功

实现20吨水的节省。

“尽管每天两个问

题这样的要求很困难，但会一

直坚持下去，这既是为了回忆

最初的坚持，也是未来前进的动

力。”李新海告诉记者。

李新海现在每天回家，喝上

一两瓶青岛啤酒已经成为习惯，

他觉得这样可以给一天的工作划

上个圆满的句号，也能检验一下

自己的成果。多年来，习惯没变

，心愿也没变，就是每一瓶走下

生产线的啤酒，都是最高品质，

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幸福的体

验。25年，他在坚守中不断前进

，在前进中始终坚守，不变的，

唯有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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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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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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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不仅仅是一处边陲关

隘，更是一个文化坐标，一处历

史上的信仰高地，铭刻着东西方

文化交汇的记忆，成为一种代代

相传而不泯的普世基因……

说起敦煌，千古绝唱“羌笛

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

人”最令人向往。

季羡林先生说过：世界上历

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

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

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

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

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

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

个。

于是，就有了一场说走就走

的敦煌行，因为，敦煌，早已是

一个不需要理由来说服旅人去的

地方。我们坐上敦煌号旅游专

列，一路迎着半挂在西天云彩里

的夕阳，沿着汉唐开拓的丝绸之

路轨迹，打兰州出发，一路经过

满目苍凉、仅剩黄、黑色覆盖的

戈壁、沙丘的河西走廊，在摇篮

似的颠簸中，于翌日清晨抵达了

敦煌。在朦胧薄雾里吃了一碗敦

煌羊肉粉汤后，就按照继定的路

线，直奔远方的玉门关。

一条从未见过的笔直笔直的

大道，平坦无弯，简直让人难以

置信地沿着天际线，伸向初绽的

蓝色远方。自古以来，遐迩闻名

的阳关大道（俗语：你走你的独

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指的就

是这条道。莫约一小时，我们穿

越了寂无生命、满目荒漠的死亡

之地，驻步于敦煌境内玉门关前——

中国边陲最西处的古关隘。

晨曦中，玉门关突兀、孤傲

耸立在依稀难辨的大漠孤道中，

四周只剩下由黄土垒成高十米、

上宽三米下宽五米的城墙残桓，

东西长二十四米、南北宽二十七

米，面积约七百平米的关城内，

只剩下风萧萧下洞开的西和北两

门，紧挨着遗址黑黢黢的烽火台。

“丝绸之路”上的玉门关城

墙

置身于此，你把曾拜谒过的

汉长城遗址镜像，揉合叠置在一

起，似乎就能从历史的浓雾中发

现，当年在隔壁大漠中建起十米

高，五米宽、延绵几百公里的汉

长城，正是在这儿先连接上玉门

关，而后才直插昆仑山北麓和天

山南麓，分为南北两条道路。南

线出敦煌，经过楼兰，越过葱岭

而到安息，西至大秦（古罗马）；

北线由敦煌经高昌、龟兹、越葱

岭而至大宛。自汉唐起，又沿天

山北麓开辟一条新路，由敦煌经

哈密、巴里坤湖，越伊犁河，而

至拂林国（东罗马帝国）。

敦煌的辉煌，正是缘于这条

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一开始就

是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吸引，

让几大古文明得以融汇，尽管其

间隔着高山、大川、沙漠、大海，

但轻柔的丝绸，却让整个世界物

产资源发生大汇聚、大融通，始

形成远古的繁华敦煌古城。难怪

古人云，“元宵灯会，长安第一，

敦煌第二，扬州第三”，由此足

可看出当时敦煌的繁华景象。

来敦煌一定要拜谒莫高窟，

这个梦，早已在我心底沉淀了几

十载。当驾车驶近莫高窟时，便

忍不住想象着当年王道士发现却

没能完好保护的藏经洞，想象着

飞天曼舒广袖的飘带与衣裙飘逸

出的种种神奇传说，想象着孤烟

落日狂沙中弥漫中清澈的驼铃

声，想象着微笑的大佛肩头散落

纷飞的七彩花瓣......

莫高窟隔着一条宕泉河，她

是一条曾经绚烂孤独圣河，发源

于祁连山西端的野马南山，源地

海拔 3880米。源头有冰川融水形

成的几条小河流，出山后，水流

潜入地下，经过大约40公里扇形

戈壁滩，到大泉、大拉牌等地露

出来，在三危山中盘桓15公里，

就来到了莫高窟，成了她的守护

河。自抵达宕泉河对岸那一刻

起，充满渴望的灵魂之瞳，就无

法再在有片刻歇息了，越过白雪

覆盖的宽敞洁白的河面，满目尽

是苍黄的色块，隔岸岩崖上竟在

几千年岁月雕琢里，为后人留下

神奇而壮美的几百个洞窟。

敦煌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

户，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

据唐史记载，前秦时僧人乐尊路

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

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

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

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

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便改

称为“莫高窟”。另有一说为：

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

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

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

更高的修为了。

如今留在鸣沙山东麓的崖壁

上的洞窟体，呈南北向，全长

1680米，历经了前秦、北凉、西

魏、北周、隋、唐、五代、宋、

西夏、元、清等朝代，现尚存大

小洞窟共 735个，分布于高 15～

30 多米高的断崖上，上下分布

1～4层不等。各个朝代壁画和彩

塑的洞窟492个，彩塑2400多身，

壁画 4.5 万多平方米，洞窟最大

者 200 多平方米，最小者不足 1

平方米。

循着讲解员微弱的手电光，

人们鱼贯进入洞窟起，此刻感到

总有震撼与痛惜伴随，震撼于远

古辉煌的艺术，痛惜于国贫民弱

年代的遗失。洞窟壁画原本艳丽

的色彩早已蒙上一层厚灰，许多

蜕变成铅灰色，但那依稀的斑驳

痕迹，依然挡不住千年前的璀璨

辉煌。

从讲解员处悉，莫高窟几千

尊佛像里，除第96窟（坐佛）、

130窟（卧佛）两尊大佛，第148、

158 两大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

余均为木骨泥塑，历经千年各代

的佛像、菩萨、天王、力士，在

一代代造诣高深的民间大师手高

超手艺下，以圆塑、浮塑、影塑、

善业泥等艺术形式，精巧逼真、

充满想象力，堪称佛教彩塑博物

馆，向旅人展示出其无与伦比的

绝色和精美。

大漠落烟，关河雄立。敦煌

莫高窟，这个深藏着厚重文化积

淀地方，宛若历史之手载下的一

棵根深叶茂大树，一头扎进远古

漫漫黄沙，另一头伸入每个旅人

的梦景。

走近它，依稀能听见穿越

时空的辉煌音符，审视到的艺

术勾画出的璀璨星空。循着丝

路古道进入这成百上千的洞窟

的这次经历，宛若迈入一方神

圣灵魂的居所，一个欲望与信

仰辉映的精神殿堂，面对如此

繁多的人类艺术瑰宝，便想停

下脚步，在此独享一场醉了千

年也不愿醒来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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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海子，就像一个秘密角

落。在整个阿勒泰，连当地人也

很少踏足这片土地，它宛如秘

境，只有劲头十足的考古专家、

牧民和散落的牛羊们才会在这里

探寻。

我们一行 9人住进了距离三

道海子不足十几公里山路的毡房

内。盖了两层牧民家的棉被，依

然在冰冷的深夜被冻醒。睁开

眼，是漆黑的一片，距离不过十

几米外，河水翻涌的声音显得异

常清晰、巨大。是的，即使在最

黑的夜晚，查干郭勒河，仍然睁

着明亮的眼睛，它始终不会迷

路。

凌晨四点，空荡荡的山路

上，远的、近的，黑色、深蓝色

的山峦如影子般跳跃着。它们静

默无声，幻想着每一个清晨的

光。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

经过十几公里崎岖山路，赶在日

出之前，我们来到三道海子入口

花海子。

四周一片沉寂，空气湿润且

寒凉。只有石堆子、石圈注视着

我们这群不速之客。东方微熹的

光线慢慢越过山谷，花海子巨型

石堆也慢慢褪去了黑色的外衣。

石堆为何而造？海子在许多内陆

省份就是湖泊的意思，三道海子

就是三个湖泊，自东南向西北，

依次为花海子（什巴尔库勒）、

中海子（沃尔特库勒）、边海子

（切特勒库勒），蜿蜒的溪流带

来了雪山的融水并再此汇合，冰

冷地滋润着绿色的草原。

三道海子的花海子南北约 6

公里半，东西约 2公里半，面积

约 16平方公里。这里是古代草原

文化遗迹较集中的地方，分布有

各种形态的石圈、石堆以及石棺

墓 50余座。而位于花海子的巨大

石堆，多年来被俗称为“石堆大

墓”，不断引发学术界的种种猜

测。

76米的巨大直径和如山的碎

石，古人缘何建造、为谁而建？

又是如何搬运的？至今仍给人们

留下重重的谜团。大墓以巨型石

堆为核心，向东北、东南、西南

、西北四个方向，用岩石铺设成

放射状的辐条，每年冬至，东南

辐条正好对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但凡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古老奇

异的建筑，总能引发人们的各种

猜想。比如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

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德国的戈

瑟克圈。而三道海子的巨大石

堆，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曾有专家认为它是一处雄伟

的太阳神殿，修建年代推测在青

铜器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也有

专家认为这或是成吉思汗之孙，

成吉思汗帝国第三位大汗贵由汗

之的陵墓；还有专家认为这是游

牧于阿勒泰山北麓古代塞人的王

陵。为了解决这些争论，2013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勒泰地

区文物局和青河县文物局组成考

古队，对三道海子三大巨石堆进

行了学术性的挖掘，这个石堆被

编为花海子3号堆遗址。

7月 10日，正在三道海子进

行考古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物告诉记

者：“这项考古开展四年了，终

于初步确定，三道海子大石堆

群，不是墓葬，是祭祀遗址。而

且极可能和独目人有关。独目人

王国可能控制着阿勒泰山大量黄

金资源。”。

通过对 3 号石堆出土的木

料、人骨进行碳14的测定，三道

海子大石堆群的建造时间约在公

元前 800年，也就是距今 2800年

前，可能使用到公元前 600年，

功能为早期游牧王国夏季祭祀的

重要祭坛。在大石堆旁分布的精

美鹿石，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古人通过鹿这一古代草原的图

腾，达成灵魂与上天沟通的愿

望。神秘的头骨碎片为什么说它

不可能是墓葬呢？郭物说，经过

考古挖掘，石堆下面既没有墓

室、石棺、木棺，也没有黄金等

随葬品。

“但是当我们把石堆清理到

底部时，发现散落有许多碎骨

头。经我们搜集测定后发现，是

年约 40多岁的男性头骨，被人为

敲成碎片，还有许多牙齿以及两小

段肢骨，撒在地面上。经过DNA

测定，这个头骨被敲碎的人，是

东亚类型人种。可以推测他带有东

亚人种的基因。”郭物说，“我们

分析，在古代，礼制性建筑兴建之

初，有杀人后，抛洒人骨用

于奠基的仪制。这个人，有

可能是被俘获杀死后，被敲

碎头骨用来祭祀。”

另外，三道海子石堆遗

址周边，还发现了多个五边

形盾形石板。郭物说，所谓

盾牌石，就是用石头模仿古

代武士用的盾牌刻成的石

板，然而，在这里它的意义

发生了转化，从防卫武器变

成了辟邪等用途，放在遗址

上面，用于高等级的祭祀活

动。这种盾形石板可能是古

代这个地区最高等级祭祀遗

址通用的一种石质祭器，是

模拟盾牌的一种法器，具备

驱邪、避凶、防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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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抗戰：1937年“冀東保安隊”起義始末
“冀东保安队”是 1935年日

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事变后，由冀

东伪政权建立的一支特别武装力

量。卢沟桥事变后，“冀东保安

队”在北平东郊通州发动反抗日

本侵略的起义，即日方所谓的

“通州事件”。事件虽已过去 70

多年，但至今日本右翼军国主义

分子等极少数人仍罔顾事实，颠

倒黑白，为侵略张目。梳理这段

史实，有助于还原历史，认清本

质，以正视听。

“冀东保安队”渊源

1933年 5月，日本借中国军

队长城抗战失利之机，迫使南京

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由

此，包括通州在内的冀东成为

“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驻

扎，华北门户洞开。

当时，日本关东军派奉天特务

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华北，推动

“华北自治”。土肥原一方面策动

香河、张北、河北等事件，制造

“民众要求自治”的社会舆论；另

一方面加紧笼络殷汝耕等华北地方

实力派人物，培植亲日政权。1935

年 11 月 24 日，冀东滦（县）榆

（关）、蓟（县）密（云）两行政

区督察专员殷汝耕发表冀东22县

“自治”宣言，声称“脱离中央，

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

洋之和平”。11月25日，成立“冀

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改

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政

府机关设于通州城。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继伪

满洲国后日本扶植的又一个傀儡政

权。日本侵略者在冀东伪政权各

厅、处、所、保安队及各县都安插

日本顾问和特务，每个机关少则三

五人，多则七八十人，实际操控军

事、行政、财政等大权。

“冀东保安队”前身是河北

省特种警察部队。冀东在《塘沽

协定》后被划为“非武装区”，

中国不得驻军，只能由警察维持

治安。为此，1933年夏，蒋介石

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省政府

名义建立特种警察部队，开赴冀

东，警卫地方。特种警察部队由

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于学忠

抽调原东北军51军张庆余、张砚

田两位团长和部分官兵，组成第

一、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

分别任总队长；二是河北省政府

收编汉奸李际春由伪满带到冀东

的刘佐周、赵雷两部伪军，分编

为第三、第四总队；三是收编冀

东土匪胡协五（绰号老耗子）为

第五总队。第一、第二总队各辖

2个区队，每一区队辖3个大队。

其他三个总队均无区队，总队长

直辖大队，第三、第四总队各有

6个大队，第五总队只有2个大队

。1935年 7月，商震接替于学忠

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将河北省特

种警察部队改称河北保安队。12

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

又将保安队改称“冀东防共自治

政府军”。1936年 8月，“冀东

防共自治政府”将冀东伪军改编

为4个保安总队，另编1个教导总

队。各总队人数相等,下置区队大

队、中队及迫击炮、骑警、通讯3

个特种兵中队。此外，设立训练

所,对各总队长官统一训练，对各

总队统一教育、统一装备,从中将

（总队长）到马夫分38个等级。

七七事变前，“冀东保安队”

几经调整编制基本固定，总数约

1.2~1.5万人。第一总队，总队长

张庆余,3000 余人,分驻宝坻、香

河、通州附近及昌平、怀柔、顺

义一带。第二总队，总队长张砚

田,3000 余人,分驻三

河、玉田、蓟县、遵

化一带。第三总队，

总队长李允升(刘佐

周被刺身亡),2500人,

分驻昌黎、滦县、临

榆、抚宁、卢龙、迁

安、乐亭一带。第四

总队，总队长韩则

信 (赵雷被撤职),约

3000人,分驻塘沽、北

塘、宁河、开平、唐

山、古治一带。教导

总队,总队长暂由殷

汝耕兼任（后由沈

维 干 担 任 ） ， 约

2000 至 3000 人，驻

开平镇马家沟一带。

“冀东保安队”起义原因

日军侵占冀东和殷汝耕叛

国，遭到全中国人民反对，身处殖

民统治之下的冀东人民更是义愤填

膺，反抗不断。“冀东保安队”中

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官兵与侵华日

军、伪政权的矛盾日益升级，最终

发动反抗日本侵略的起义。

（一）保安队与日军矛盾日

益激化

冀东伪政权成立初期，日军

一方面企图用金钱物品收买军

心，另一方面又不信任保安队，

还派日本顾问予以监视。双方矛

盾日益激化，保安队哗变事件时

有发生。据《昌黎县史》载，

“1936 年 9 月 6 日，驻昌黎北郊

的李海天部 100余名官兵反正；

11 月 20 日，驻昌黎的韩则信部

400 余人哗变；继之，李海天部

又有200多人起义，占领邮电局，

控制昌黎县城。”尤其是驻通州

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大部分

来自原东北军，背负国仇家恨，

与日军矛盾由来已久。1936年 8

月 27 日,张砚田部第四分队百余

人哗变。同时，日本特务、“浪

人”等在通州城内肆意横行。有

的保安队士兵为维护民族尊严，

经常与日本人发生冲突。

1937年 6月上旬某日，通州

城内一辆日军汽车司机酒后开车，

横冲直撞，在日军守备队门前轧

死保安第一总队一名巡逻兵。巡

逻队愤怒之下打了日本司机，日

本守备队门卫班见状冲出十几个

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将巡逻队缴

枪，抓进守备队毒打。张庆余闻

讯非常气愤，集合队伍，分乘 10

多辆汽车前往守备队讨要说法，

要求放人。日本守备队勉强放人,

但把轧死保安队士兵一事歪曲为

“巡逻队无故拦截日军汽车造

成”,对保安队大加训斥，激起

张庆余和保安队官兵对日军的不

满和仇视。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

了保安队与日军的矛盾。

（二）保安队与以殷汝耕为

首的冀东伪政权貌合神离

“冀东保安队”虽隶属“冀

东防共自治政府”，但成分非常

复杂，不甘附逆于殷汝耕为首的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伪

政权成立之初，张庆余曾密派亲

信副官长孟润生赴保定向商震请

示应对之策，商震嘱其目前不宜

与殷汝耕决裂，暂时虚与委蛇。

殷汝耕对张庆余、张砚田等人

亦早有戒心。第一、第二总队训练

有素，武器精良，战斗力强，抗日情

绪浓厚。张庆余、张砚田曾与教导

总队长沈维干（原属张庆余部下）

密谋设立一个与殷汝耕并驾齐驱的

军务长官，以便掌握更多军权。后

来此计被殷汝耕知晓，但因张庆余

等掌握军权，殷未敢采取非常措

施，反托人从中疏解，并多次宴请

张庆余，企图拉他上钩。张庆余、

张砚田表面上服从，但内心蔑视殷

汝耕，私下四处活动，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

（三）卢沟桥事变为起义创

造时机

早在 1936年初，通过原冯玉

祥国民军宿将、河北省哥老会首

领之一张树声斡旋，张庆余、张

砚田曾赴天津与“冀察政务委员

会”委员长宋哲元秘密接触。宋

哲元对二人爱国和抗日态度表示

欢迎，希望他们坚定立场，强化

军队训练，做好准备工作，并赠

予每人一万元经费。

卢沟桥事变爆发，张庆余派

心腹刘春台密往北平面见时任国

民革命军 29 军 37 师师长兼河北

省政府主席的冯治安请示机宜。

冯治安请他于中日开战时一面出

其不意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

击丰台，起到夹击效果。刘春台

与29军参谋长张樾亭取得联系，

张樾亭将张庆余、张砚田所部编

入29军战斗序列，随时准备策应

29军抗日而发动起义。

与此同时，为预防29军进攻

通州，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召

集张庆余和张砚田召开军事会

议，商讨防守事宜。张庆余建议

将散驻各处的保安队集中通州待

命，增强力量，可攻可守。细木

繁采纳他的建议，同时将分散在

各地的日侨集中通州便于保护。

张庆余和张砚田则分别调回散驻

各处的部队，暗中部署起义。

（四）日军轰炸保安队成为

起义导火索

当时通州武装部队有：日本警

备队、特务机关宪兵队，分驻西

仓、东仓和西塔胡同；保安队第一

总队、教导总队，分驻老四营等

地；城外有中国军队29军独立第39

旅第2团第1营，分驻新城南门外

的三义庙、宝通寺、王恕园和城东

南发电厂。29军驻地与日、伪军驻

地只相隔一堵城墙、一座水桥，

双方相互戒备，摩擦不断。

1937年7月27日凌晨，驻通州

日军突然向29军发动攻击，29军官

兵奋力反击。由于29军提前布防，

加之部署在通州旧城南门的保安队

并未截击29军，只是对空鸣枪放炮

虚张声势，29军得以安全撤离。日

军对保安队甚为不满。

当日 9时，日军 12架飞机轰

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教导总队营

地，保安队10余人伤亡，房屋被

炸毁。事后，日本外交官认定

“此事责任都在日本陆军身上”。

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和保安队

日本顾问渡边称这次轰炸是“误

会”，以道歉了事。日军轰炸事

件，激起保安队奋起自救自卫，

成为保安队起义的导火索。

“冀东保安队”起义经过

1937年 7月 27日，通州日军

警备队主力萱岛部队与小山炮兵

部队奉命向北平南苑进发，通州

城内兵力相对空虚。7月 28日，

日军大举进犯南苑，并派飞机轰

炸北平。张庆余认为战机已近，

不容坐失，遂与张砚田、沈维干

密议当夜起义。起义队伍包括第

一、第二总队的部分和教导总队，

约4000余人。

第一阶段：起义军进攻西仓

日本兵营，攻占冀东伪政府和日

本驻通州特务机关

张庆余对起义部署如下：第

一总队兵分三路，分别攻打西仓

日本警备队、日伪机关和日本浪

人开设的烟馆、赌场、妓院等。

第二总队把守城关各路口、邮电

局、各机关；教导总队负责解决

车站日本警备班和警戒增援之

敌。29日拂晓以进攻日本兵营的

枪声为起义信号。

第一总队第二路起义部队主

攻西仓兵营。此时，西仓兵营有

日军通州警备队、山田机动车部

队、宪兵分遣队、兵站司令部以

及军兵器部、野战仓库等兵力和

非战斗人员120人，以及“冀东保

安队”起义时聚集的一批宪兵、特

警和日侨、朝鲜人约380人，共约

500人。7月29日凌晨3时许，进攻

西仓兵营的枪声响起。起义军虽

只装备野炮四门、迫击炮数门、

重机枪数挺，但人数占绝对优

势，分别从东、南、西北三个方

向同时发起进攻。日军装备精良

，工事坚固，死守抵抗，战斗迟

迟未能结束。起义部队增加火力支

援，双方激战达6小时以上，仍未攻

下，保安队战死200多人。张庆余

恐再拖下去日军援兵开到，届时形

成内外夹击，对起义军形势不

利，于上午11时左右下令炮击，

起义军逐渐占据优势。炮弹击中

日方载有补给军火的机动车队，17

辆汽车全部被烧，车上军火自

爆，子弹炮弹四散横飞。随后，

日军兵营附近的汽车燃料库也被击

中，一时间大火熊熊燃烧，黑烟冲

天，日军阵脚大乱。保安队步兵

在炮火掩护下乘势攻击，日军除

一部分逃亡外，顽抗者均被歼灭。

起义信号响起后，另一路起

义军立即封锁通州城门，断绝城

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

包围冀东伪政府长官公署及其他

重要机关。第一路起义军迅速占

领了伪政府，汉奸殷汝耕随即被

捕，被带到北关吕祖祠。起义军

要求他反正抗日，殷汝耕迟疑不

决，被监禁在祠内。

第三路保安队前往进攻西仓

日本特务机关。细木繁公馆距伪

署仅一巷之隔，细木繁听闻枪声

四起，料定情况有变，便率数十

名特务对抗。起义

部队迅即攻占特务

机关，细木繁被乱

枪击毙，日本特务

机关人员全部被歼。

第二阶段：日

军派兵增援，起义

军被迫撤离通州

7 月 29 日下午

4 时，日军中国驻

屯军司令官命令临

时航空兵团轰炸起

义部队，十余架次

轰炸机赶来对通州

进行编队轰炸。同

时，日本丰台中国

驻屯步兵旅团长奉

命以中国驻屯步兵

第二联队主力前去救援（30日晨

到达）。

司令部还向通州日军下达夜

间防御命令，要求各部队做好准

备。下午 5时 30分，各分队长集

合。鉴于当时起义部队仍在兵营

东、南、北围墙处，主力集结于

总队本部和冀东伪政府附近，辻

村部队命令：必须彻夜严守各兵

营、仓库；通州警备队担任直接

守卫兵营任务，负责派哨兵监视，

打探敌情；山田部队负责指挥宪

兵兵器部、病马收容班，严守存

放粮草和兵器的各个仓库；通州

警备队和山田部队以南侧围墙为

界，分别负责北、南两侧防御；

夜间禁用一切灯火；谷本主计大

尉于通讯所负责联络其他各部，

并指示调度各部队所需物资；夜

间行动暗号为“梅樱”等。

面对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保

安队没有防空装备,仅以机枪回击，

实难坚持,不少人脱下军服,弃械

逃跑，形势转为不利。张庆余决

定乘日军援军到达前放弃通州,将

保安队撤往北平投奔29军。

7月29日深夜,保安队分两路退

往北平,到北平城下才得知29军已

撤离，遂退至长辛店、保定一带。

是时,保安队在北苑和西直门附近与

日军关东军铃木旅团一部遭遇。日

军集中火力向起义军攻击。保安队

官兵浴血奋战,腹背受敌,教导总队

长沈维干、区队长张含明带队突

围，相继牺牲。其间，押解殷汝耕

的汽车行驶到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

，押车士兵被日军冲散，殷汝耕趁

乱脱逃。危急之下，张庆余下令分

头突围，将全军分为若干小队，每

队五六十人不等，经门头沟奔保定集

合，与29军会合。到达保定时，只

剩4000余人。

第三阶段：通州城内遭日军

报复“扫荡”，冀东伪政权被迫

道歉、赔偿、为侵略者树碑建塔

30日上午 9时许，日军酒井

部队千余人开进通州城，见男人

就关进西仓兵营；逐户搜查可疑

之人，甚至一时起了屠城之意。

下午4时许，萱岛部队抵达通州，

立即封锁各城门，并向各城门以

及冀东伪政府派遣监视部队，

“扫荡市内，使之逐渐恢复治安”。

辻村部队撤去周围警戒，将兵力

集中至兵营和仓库，日军按户口

逐户搜查，认为可疑的人就抓捕，

后来这些人绝大部分被杀害。据

伪县长王季章说“在短暂的几天

时间里，被处死者约有七八百人

之多”。日军的报复举动，令通

州城陷入极大恐怖。外逃的人不

敢回家，在家的多乘黑夜越城逃

走，或逃到美国教会避难，恐怖

气氛持续两三个月。日军把血腥

镇压竟说成是“使东亚安定”

“亲人善邻”，把中国人民在自

己土地上反抗侵略者的正义行为

污蔑为“共匪骚扰”“叛逆”。

日本使馆方面获悉保安队起

义情况，担心成为第二次庙街事

件引发国内政治变动，不经向政

府请示，就以参事官森岛守人全

面负责，与代替殷汝耕执掌“冀

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池宗墨进行

会谈。1937 年 12 月 24 日，池宗

墨向日本使馆递交文件正式道歉，

并允诺给予日方抚恤慰问金共

120万元，当即交付 40万元（其

余80万元后由与之合并的“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交付）。日本参

事官森岛递交答复文件，宣告事

件“圆满解决”。

不仅如此，日方要求“冀东

防共自治政府”无偿让出日人蒙

难地区并负责修建“慰灵塔”，

强征中国劳工在通州新城南门里

水月院胡同漕运总督衙门旧基和

西仓广场东北角各建起一座“慰

灵塔”，“祭奠”在这次起义中

的日本死亡者，并通过日本领事

馆强行移植天坛古树，种植于

“慰灵塔”周边。此外，强行拆

除文庙汉白玉护栏为日军立碑，

数百年的文物惨遭破坏。

“冀东保安队”起义的作用

与意义

“冀东保安队”起义继卢沟

桥事变、南苑战斗之后，于日军

围困平津之际发动，在北平地区

抗战史中留下不容忽视的一笔，

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是震慑日伪，提振平津地区

抗日士气。“冀东保安队”起义，

激战训练有素、工事坚固、装备精

良的日军，击毙日军260余人（一

说230人），攻占特务机关并击毙

冀东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特务机关

助理长官甲斐，占领冀东伪政府并

击毙伪政府日本顾问奥田重信、保

安队第一总队顾问渡边、教育厅顾

问竹藤、宪兵队长何田及“冀东银

行”顾问等日伪头目，给通州日军

及其傀儡政权以沉重打击。引致驻顺

义、天津、大沽、塘沽、军粮城等

地保安队也纷纷起义倒戈，抗击日

本侵略军。

二是警示奸逆，迫使冀东伪

政权另择“首府”。“冀东保安

队”起义生擒汉奸殷汝耕，捣毁

日伪政权各机关，瓦解了“冀东

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州的统治。

殷汝耕从被俘到脱逃，7月30日下

午经日方救援躲进六国饭店，准

备发表声明辞去冀东伪政府长官

职务。日本关东军中一部分人对

殷汝耕产生怀疑，天津日本军部

电令北平日本宪兵队拘留殷汝耕，

进行审查，直至 1937年底才将其

释放。此后，殷汝耕逐渐失去日

方信任，隐居北平。“冀东防共

自治政府”在通州难以存留，残

余人员1937年8月上旬迁至唐山，

原伪政府秘书长池宗墨在日本军

方支持下，重新组建伪政权。

三是教育世人，揭露日军的

强盗行径和侵略本质。“冀东保

安队”起义是在日军全面侵华背

景下反抗日本侵略和日伪统治的

正义之举。日方自己都承认“事

件是由日本军队蛮横无理的行径

引起的”，却罔顾侵略中国领土、

奴役中国人民的事实，装扮成事

件“受害者”，要求中方道歉、

赔偿、树碑建塔。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汉奸

卖国贼的蹂躏、压迫，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旗帜下，爆发全民族抗战，经过

八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使其接受历史的审判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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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ways.
China's 
railways are 
among the 
busiest in 
the world. In 
2014, railways 
in China 
delivered 
2.357 billion 
passenger 
trips, generating 1,160.48 billion passenger-
kilometers and carried 3.813 billion tons of freight, 
generating 2,753 billion cargo ton-kilometers.[1]
Driven by need to increase freight capacity, the railway 
network has expanded with the country budgeting 
$130.4 billion for railway investment in 2014, and 
has a long term plan to expand the network to 274,000 
km (170,000 mi) by 2050. China built 9,000 km of 
new railway in 2015. (Courtes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China To Expand Railway Network  To 150,000 KM By 2020
In May, China Railway 
Corp reported that it 
had a deficit of 8.73 
billion yuan between 
January to March, up 
35 percent year-on-
year.(Courtesy www.
reuters.com/article)
Related

Rail Transport In 
China

Rail transport is an 
important mode of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of 2015, the country has 121,000 km 
(75,186 mi)[5] of railways, the second longest network 
in the world,[5] including 19,000 kilometres (11,806 
miles) of high-speed rail (HSR), the longest HSR 
network in the world.[6]
Almost all rail operations are handled by the China 
Railway Corporation, a state-owned company created 
in March 2013 from dissolution of the Ministry of 

"I have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why there is such 
allegi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This is a 
blurring of the demarcation," Swift said, arguing the 
Navy should utilize the "total combined power" of 
the 140,000 sailors, the over 200 
ships and the 1,200 aircraft that 
make up the Pacific Fleet.
His words come just days after 
a Chinese frigate entered the 
"contiguous zone" near the 
Japanese-administered Senkaku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It was the first time a vessel 
belonging to the
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Ronald 
Reagan (CVN 76) leads a 
group of international ships in 
formation during Rim of the 
Pacific (RIMPAC) Training Exercises. (Photo/U.S. 
Navy)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as come so close to 
the islands. Swift said he sees a "common theme" 
occurring in both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where "a context of uncertainty and angst 
in the region has brought about a lack of transparency."
He said that the U.S. and China have put mechanisms in 
place to generat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militaries, 
but that there is more to be done in terms of enhanc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Is there a signal being sent? 

Have things changed? We find ourselves, once again, 
in this wait and see because right now dialogue is not 
leading to more clarity," he said.
Swift also voiced worries about recent Chinese 

statements regar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 was struck by 
com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with claims outside of what the 
Chinese refer to as the Nine-Dash 
Line. There is a new reference 
being made -- that I hear about 
traditional fishing grounds. That 
has raised concerns," he said.
Putting it together
The increased integration of the 
7th and 3rd Fleets should mean 
more 3rd Fleet vessels operating 
in the western Pacific, which is 

traditionally the 7th Fleet's area. One such operation 
is the deployment of the Pacific Surface Action Group, 
under which the destroyers USS Spruance, USS 
Decatur and USS Momsen have embarked on a seven-
month tour of Asia.
The ships will conduct a broad range of operations 
in the 7th Fleet's area, while remaining under the 
operational control of 3rd Fleet commander Vice Adm. 
Nora Tyson.
Swift has been sending Tyson to even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in recent months to signal the increased 

involvement of the 3rd Fleet in the region. "Adm. 
Tyson represented me at the Japanese International 
Fleet Review, here. She represented me at conferences 
and leadership events 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She officiated over the change of command of the 
John C Stennis strike group in Singapore," Swift said. 
(Courtesy www.asia.nikkei.com/Politics-Economy/
International-Relations) 

China will expand its railway network to 150,000 km 
(93,200 miles) by 2020, including 30,000 km of high-
speed rail, the country's top economic planner said on 
Wednesday.
The plan will mean a 24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length 
of China's railway network from 2015 and a 58 percent 
expansion in high-speed rail.
The government will encourage state-owned China 
Railway Corp to expand bond issuance to finance its 
investment, Fei Zhirong, an official at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old a new 
conference.
China aims to invest 800 billion yuan ($119.71 billion) 
in fixed assets in 2016 as part of the effort to expand 

the railway network.
China Railway invested 
823.8 billion yuan in 2015, 
building 9,531 km (5,922 
miles) of new lines which 
included 3,306 km of high-
speed rail, according to 
state media.
The high-speed rail system 
will reach 38,000 km by 
2025, Fei said, as part of 
the country's medium- and 
long-tem plans.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lines, 
however, are loss-making. Only one - the Beijing-
Shanghai link that opened in 2011 - is profitable, 
according to the railway authority.
A bond prospectus issued by shareholder Tianjin 
Railway Construction on July 7, which was widely 
reported in state media on Wednesday, showed that 
the line posted net profit of 6.58 billion yuan ($984.48 
million)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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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West Train Station

Admiral Scott Swift, Four-Star Commander of the U.S. 
Pacific Fleet

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Ronald Reagan (CVN 
76) leads a group of international ships in 
formation during Rim of the Pacific (RIMPAC) 
Training Exercises. (Photo/U.S. Navy) 

Logos of the China Railway Corporation and the China 
Railway High-Speed Passenger Service 

U.S. To Counter China Uncertainty
With Combined Pacific Fleet

TOKYO -- The U.S. Navy will use the combined 
power of its Pacific Fleet -- the 7th Fleet and the 3rd 
Fleet -- to counter rising uncertainty in Asia, a senior 
naval officer told the Nikkei Asian Review on Tuesday.
"This is real. The commitment of the 3rd Fleet 
[operating] forward is real," said Adm. Scott Swift, the 
four-star commander of the Pacific Fleet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during his visit to Japan. The 7th Fleet, based 
in Yokosuka, and the 3rd Fleet, based in the U.S. city 
of San Diego, are separ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near Hawaii. The 3rd Fleet is mainly tasked with 
protecting the U.S. homeland, while the 7th Fleet is 
responsible for everything between Hawaii and the 
India-Pakistan border, including the hotly contested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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